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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檢查注意事項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年 8月 8日勞檢 1字第 0970150653號令 

                                                                      勞動部 104年 12月 29日勞職授字第 10402042621號令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及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施行，並齊一本部及全國勞動檢查

機構實施監督檢查時之執行標準，特訂定本檢查注意事項。 

二、本檢查注意事項主要內容分為「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自動檢查」及「其他注意事項」等四部分。 

三、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如下： 

1.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管理單位)及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2.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以下簡稱管理人員)，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

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二)事業單位及其總機構應依事業危害風險之不同設置管理單位(如附表一)，負

責規劃及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包含擬訂、督導及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等。 
(三)「專責一級管理單位」應依訂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職業安全衛

生事項，不得兼辦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業務。 
(四)依規定須設管理單位之事業單位或總機構，應設委員會，為事業單位內審

議、協調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 
(五)事業單位及其總機構應依事業危害風險之不同設置管理人員(如附表二)，負

責規劃及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包含擬訂、督導及推動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等。 
(六)「專職管理人員」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任)

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第一類事業單位或其總機構

所設置之管理單位，已參照本部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建立

適合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相關管理制度，管理績效並符合

本辦法第六條之一規定者，其管理單位雖得免受應為專責及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主管得免受應為專職之限制，惟其管理人員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及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仍應為專職。 
(七)本辦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所屬從事製造之一級單位」之「製造」，指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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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物理或化學方法，將材料或物質轉變成新產品，不論其使用動力機械

或人力，進行產品之大修、改型、改造、產業機械及設備之維修及安裝、

組件之組裝等作業，均屬之。 
(八)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各事業單位均應依規定置管理人員，原事

業單位有與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於設置管理單位、

管理人員時，其勞工人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1.事業單位(含承攬人及再承攬人等)：一年期間勞工人數之平均值(含尖峰

期、離峰期)，以該事業單位陳報檢查機構時回推一年期間勞工人數之平

均值(含尖峰期、離峰期)。回推計算有實質值困難者（如營造業新設工

程），得以預估未來一年期間僱用勞工人數之平均值計算，並檢附佐證資

料以茲審查。 
2.原事業單位：包含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所僱用之勞工於

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時之總人數。  
(九)總機構設置管理單位、管理人員時，其勞工人數之計算，應包含總機構及

所屬各地區事業單位作業勞工之總人數。 
(十)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者，應於各該地區之事業單位設管理單位及置管理人

員，於設置管理單位、管理人員時，其勞工人數之計算，以各該地區事業

單位勞工人數為準。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除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三十人者，得由事

業經營負責人或代理人擔任者外，由雇主自該事業之相關主管或專職職業

安全衛生事務者選任之。但營造業之事業單位，應由曾受營造業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教育訓練者選任之，是否符合規定資格，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四條規定認定之。 
(十二)爆竹煙火製造業之事業分類屬化學品製造業，該業所屬事業單位設置之

管理人員依附表二之規定，至於爆竹煙火製造場所確保公共安全管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 
(十三)事業單位依規定應設管理單位者，其管理單位之主管應由具有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資格者擔任之。 

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應依下列規定： 
(一)所有事業單位雇主均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執行下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留存紀錄備查：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3.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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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監測。 
5.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6.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7.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8.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9.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0.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1.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2.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3.緊急應變措施。 
14.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15.安全衛生管理紀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16.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於第一類事業僱用勞工人數達三百人以上

之事業單位，應依本辦法第十二條之二至第十二條之六之規定；於僱用勞

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要求

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

下之事業單位得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未有規

範執行紀錄及文件規定時，仍應以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相當內容之

計畫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紀錄認定之，如附表三。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為雇主依其作業及管理需要能有效防止職業災

害，促進勞工安全健康所訂定之內部管理規章。 
(四)發生重大職災是否追究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業務過失之責任，依法

令規定及事業單位內部作業規定各人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責任認定： 
1.雇主或對事業具管理權限之雇主代理人：綜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2.事業各部門主管：負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執行之責。 
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人員：規劃及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 

五、自動檢查依下列規定執行及要求： 
(一)自動檢查包括機械之定期檢查、設備之定期檢查、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及作業檢點；除作業檢點外，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據以執行，於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時，應涵括安全評估應納入事項。 
(二)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及作業檢點，除本辦法第五十條之車輛機械、第五十

條之一之高空工作車及第五十七條之簡易提升機等之外，應明定其檢點對

象、內容，並以檢點手冊或檢點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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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機械之定期檢查、設備之定期檢查及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應就下列

事項記錄，並保存三年： 
1.檢查年、月、日。 
2.檢查方法。 
3.檢查部分。 
4.檢查結果。 
5.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四)原事業單位提供承攬人或再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由原事業單

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或以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五)事業單位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供勞工使用，應對該機械、設備或

器具實施自動檢查，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得以書面約定由出租、出借人為

之。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辦法附表一事業之分類認定，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原則，由事業

單位整體實際從事之作業活動認定事業之歸屬，事業之作業活動有多種不

同之事業歸屬時，依事業單位從事之整體作業活動認定，無法確定時，依

其主要經濟活動認定；仍無法據以認定時，再依各項作業活動之整體事業

之營業額多寡作認定。 
(二)本法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修正施行後新增適用之事業，於本辦法未修正列

入附表一、事業之分類前，暫以不列入分類處理。總機構事業之種類，以

其地區事業單位之屬性認定。 
(三)公共行政業之事業列本辦法附表一第一類或第二類者，屬上級與下級機關

之關係且各具獨立組織編制、預算及獨立行使職權能力時，認定其上級機

關為事業之總機構，下級機關為地區事業單位。 
(四)政府機關(構)管理單位、管理人員，除已經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者外，應依事業種類、施行期

程要求之。 
(五)本辦法第八十三條所定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七十七條規定之自動檢查，以

指定該作業人員為之，惟如該作業人員並無能力或較特殊之機具、項目，

得由雇主指定適當人員為之。 
(六)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

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

備查，該報備書前已依規定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在案者，於本辦法修正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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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符規定時，仍應依本辦法第八十六條規定重新報備。 

 

附表一：不同事業事業單位應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事業分類 管理單位(勞工人數) 施行日期(勞工人數) 備註 

第一類事業 

事業單位 專責一級單位(100 人以上) 
98/1/9(300 人以上) 
99/1/9(200-299 人) 
100/1/9(100-199 人) 

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 系 統 相 關 管 理制

度，管理績效符合本辦

法 第 六 條 之 一 規定

者，所設管理單位得免

受應為專責之限制。 
總機構 專責一級單位(500 人以上) 

98/1/9(3000 人以上) 
99/1/9(1000-2999 人) 
100/1/9(500-999 人) 

第二類事業 
事業單位 一級單位(300 人以上) 97/7/9  
總機構 一級單位(500 人以上) 97/7/9  

第三類事業 
事業單位 - -  
總機構 管理單位(3000 人以上) 97/7/9  

附表二：不同事業事業單位應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事業分類 勞工人數 管理人員 專/兼職 備註 

第一類事業 

營造業 

29 以下 丙種主管(1) - 橋樑、道路、隧道、

輸配電等距離較長

之工程，應於每 10
公里內增置丙種主

管(1)  

30-99 乙種主管(1)+管理員(1) - 
100-299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專職 
300-499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2) 專職 
500 以上 甲種主管(1)+安(衛)師(2)+管理員(2) 專職 

營造業以外之

事業單位 

29 以下 丙種主管(1) -  
30-99 乙種主管(1) -  

100-299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專職 
所屬從
事製造
之一級
單位 

另置甲種
主管(1) 

300-499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1) 專職 另置甲種

主管(1)+
增置專職

管理員(1) 

500-999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2) 專職 

1000 以上 甲種主管(1)+安(衛)師(2)+管理員(2) 專職 

總機構 500-999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專職  
1000 以上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1) 專職  

第二類事業 
事業單位 

29 以下 丙種主管(1) -  
30-99 乙種主管(1) -  
100-299 甲種主管(1) -  
300-499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至少 1

人專職  500 以上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1) 

總機構 500-999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專職  
1000 以上 甲種主管(1)+安(衛)師(1)+管理員(1) 專職  

第三類事業 
事業單位 

29 以下 丙種主管(1) -  
30-99 乙種主管(1) -  
100-499 甲種主管(1) -  
500 以上 甲種主管(1)+管理員(1) -  

總機構 3000 以上 甲種主管(1) 專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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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不同事業種類及規模應執行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30 人以下之事業 31-99 人之事業 100 人以上之事業 300 人以上之第一類事業 

   

事業單位參照本部公告之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指引」，建立適合該事業單

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執行紀錄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 

 


